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时间

本期流通数

量(万股)

已流通数量

(万股)

待流通数量

(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601390.SH

中国中铁

2016-7-14 123,552.12 1,832,803.12 30,888.0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717.SZ *ST

韶钢

2016-7-11 75,000.00 241,952.4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057.SH

象屿股份

2016-7-15 43,000.00 98,332.72 18,745.2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438.SH

通威股份

2016-7-11 25,917.93 163,421.93 82,691.2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015.SZ

霞客环保

2016-7-12 11,881.67 33,915.53 6,154.85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427.SZ

尤夫股份

2016-7-14 6,468.04 39,814.88 0.59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90.SH *ST

金瑞

2016-7-14 6,059.89 45,125.6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668.SH

中国建筑

2016-7-13 4,625.58 2,994,681.56 5,318.4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636.SH

三爱富

2016-7-15 4,418.11 42,613.17 2,081.0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0670.SZ *ST

盈方

2016-7-15 4,083.14 60,016.73 21,646.01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00141.SH

兴发集团

2016-7-15 3,229.80 49,804.18 3,194.01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329.SH

中新药业

2016-7-11 2,956.44 56,576.81 310.5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35.SZ

安洁科技

2016-7-11 2,743.67 21,157.21 17,728.1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58.SZ

楚天科技

2016-7-11 662.19 13,792.69 30,844.7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603.SZ

以岭药业

2016-7-11 649.94 89,832.76 22,946.6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285.SH

羚锐制药

2016-7-11 596.70 53,543.46 5,688.6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124.SZ

汇川技术

2016-7-11 362.37 126,335.27 34,068.6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13.SZ

天山生物

2016-7-12 240.15 18,211.96 1,523.3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86.SZ

飞天诚信

2016-7-11 223.37 15,796.75 26,007.6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429.SZ

强力新材

2016-7-12 181.15 3,197.75 5,098.5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49.SZ

福瑞股份

2016-7-15 177.72 22,612.87 3,711.7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3017.SH

中衡设计

2016-7-11 140.40 12,093.66 12,422.3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616.SZ

长青集团

2016-7-11 110.00 22,389.63 15,522.81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96.SZ

迪瑞医疗

2016-7-13 1.25 4,279.19 11,055.8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涨

下周区间

2961-3055

点

下周热点

3D

打印

、

航天军工

下周焦点 经济数据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2800-3100

点

下周热点 军工

、

白酒

、

养殖

下周焦点 汇率

、

商品期货

下周趋势 看平

中线趋势 看平

下周区间

2950-3050

点

下周热点 小市值题材股

下周焦点 宏观数据及全球市场表现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起始

日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600489.SH

中金黄金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6 918,537.11 21.07 18.90

601611.SH

中国核建 换手率达

20% 2016-7-5 664,742.37 9.99 55.42

601611.SH

中国核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7-4 648,216.35 -6.43 55.56

601611.SH

中国核建 换手率达

20% 2016-7-4 648,216.35 -6.43 55.56

000758.SZ

中色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7 536,254.15 21.04 30.20

600531.SH

豫光金铅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4 492,574.92 28.47 56.16

002460.SZ

赣锋锂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7-7 476,166.17 9.99 25.86

601611.SH

中国核建 换手率达

20% 2016-7-6 457,791.95 -2.53 38.15

300432.SZ

富临精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1 430,064.92 22.94 72.58

000758.SZ

中色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6-7-8 418,575.38 9.99 23.03

000758.SZ

中色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7-8 418,575.38 9.99 23.03

000002.SZ

万科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4 403,316.58 -18.99 2.10

000002.SZ

万科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7-5 393,934.99 -10.00 2.05

002013.SZ

中航机电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4 337,164.15 26.62 36.29

002716.SZ

金贵银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1 314,459.55 28.76 51.10

002695.SZ

煌上煌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4 309,342.85 26.68 44.71

000603.SZ

盛达矿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1 233,844.29 33.10 26.94

603919.SH

金徽酒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5 226,216.44 26.83 86.68

002313.SZ

日海通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7 223,573.04 20.99 33.47

000426.SZ

兴业矿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1 221,451.06 25.13 25.61

300516.SZ

久之洋 换手率达

20% 2016-7-5 218,696.55 8.37 38.48

002313.SZ

日海通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

30

倍且换手率累计达

20%

的证券

2016-7-8 216,561.19 9.99 32.34

002313.SZ

日海通讯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7-8 216,561.19 9.99 32.34

002313.SZ

日海通讯 换手率达

20% 2016-7-8 216,561.19 9.99 32.34

601020.SH

华钰矿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4 205,797.41 28.18 111.78

002766.SZ

索菱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5 202,750.40 33.08 57.76

600556.SH

慧球科技 换手率达

20% 2016-7-8 200,491.18 9.99 35.89

600556.SH

慧球科技 振幅值达

15% 2016-7-8 200,491.18 9.99 35.89

300432.SZ

富临精工 换手率达

20% 2016-7-5 200,152.82 6.94 31.31

000768.SZ

中航飞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7-4 192,859.49 9.98 3.27

002390.SZ

信邦制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6-7-6 191,656.74 22.06 23.64

300116.SZ

坚瑞消防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7-4 178,152.46 10.01 22.32

603131.SH

上海沪工 换手率达

20% 2016-7-8 174,582.75 10.00 65.63

000957.SZ

中通客车 振幅值达

15% 2016-7-7 173,017.29 -9.99 16.16

000957.SZ

中通客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7-7 173,017.29 -9.99 16.16

000426.SZ

兴业矿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7-5 170,266.42 10.06 18.90

300516.SZ

久之洋 换手率达

20% 2016-7-6 169,969.43 -4.69 30.24

002716.SZ

金贵银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6-7-5 161,998.63 10.01 25.14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当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7-4 23.72 -1.50 24.45 5,600.00 132,832.00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7-4 23.72 -1.50 24.45 4,400.00 104,368.00

002145.SZ

中核钛白

2016-7-5 6.51 0.15 6.50 7,951.61 51,764.97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7-4 23.72 -1.50 24.45 2,000.00 47,440.00

300219.SZ

鸿利光电

2016-7-7 15.29 -6.65 16.18 3,000.00 45,870.00

002390.SZ

信邦制药

2016-7-7 8.90 -10.01 10.88 3,825.00 34,042.50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7-4 23.72 -1.50 24.45 1,300.00 30,836.00

000776.SZ

广发证券

2016-7-4 17.10 3.07 17.10 1,780.00 30,438.00

600666.SH

奥瑞德

2016-7-5 33.50 -8.22 37.74 880.00 29,480.00

002522.SZ

浙江众成

2016-7-6 17.43 -4.91 18.06 1,570.00 27,365.10

601169.SH

北京银行

2016-7-5 10.20 -3.86 10.59 2,490.00 25,398.00

601238.SH

广汽集团

2016-7-7 22.35 -8.74 24.83 1,100.00 24,585.00

601222.SH

林洋能源

2016-7-8 40.10 -4.75 41.90 572.58 22,960.33

601011.SH

宝泰隆

2016-7-6 5.51 -5.33 5.80 4,000.00 22,040.00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6-7-4 15.26 0.46 15.26 1,424.59 21,739.21

600104.SH

上汽集团

2016-7-4 19.80 -2.85 21.16 1,000.00 19,800.03

600165.SH

新日恒力

2016-7-6 13.10 0.38 13.10 1,500.00 19,650.00

000046.SZ

泛海控股

2016-7-6 9.50 -6.03 10.11 1,977.40 18,785.33

002390.SZ

信邦制药

2016-7-7 8.90 -10.01 10.88 2,020.00 17,978.00

600259.SH

广晟有色

2016-7-4 62.97 6.49 63.98 260.00 16,372.20

601169.SH

北京银行

2016-7-5 10.20 -3.86 10.59 1,580.27 16,118.78

600518.SH

康美药业

2016-7-4 15.26 0.46 15.26 1,002.92 15,304.61

300221.SZ

银禧科技

2016-7-4 20.21 -10.02 24.71 740.00 14,955.40

300278.SZ

华昌达

2016-7-7 16.95 -9.98 18.86 880.00 14,916.00

601222.SH

林洋能源

2016-7-6 40.05 -0.99 41.51 350.00 14,017.50

601238.SH

广汽集团

2016-7-7 22.35 -8.74 24.83 600.00 13,410.00

002585.SZ

双星新材

2016-7-5 10.27 -8.71 11.41 1,300.00 13,351.00

002027.SZ

分众传媒

2016-7-6 14.67 -10.00 16.83 900.00 13,203.00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7-4 23.72 -1.50 24.45 550.00 13,046.00

600259.SH

广晟有色

2016-7-5 62.44 -2.41 63.33 200.00 12,488.00

600666.SH

奥瑞德

2016-7-8 35.68 -1.76 36.86 350.00 12,488.00

002585.SZ

双星新材

2016-7-5 10.27 -8.71 11.41 1,200.00 12,324.00

002548.SZ

金新农

2016-7-7 16.81 -10.01 19.79 720.00 12,103.20

603116.SH

红蜻蜓

2016-7-4 22.77 -3.72 24.02 530.00 12,068.10

300232.SZ

洲明科技

2016-7-4 14.93 -1.78 15.47 800.00 11,944.00

300278.SZ

华昌达

2016-7-8 16.98 -9.97 19.05 700.00 11,886.00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6-7-4 23.72 -1.50 24.45 500.00 11,860.00

603116.SH

红蜻蜓

2016-7-4 22.77 -3.72 24.02 520.00 11,8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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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4月13日

收盘价

（前复

权，元）

上周五收

盘价（前

复权，

元）

阶段

涨跌幅

市盈率

PE

（TTM，

倍）

上市板

所属

申万行业

603701.SH

德宏股份

21.38 80.61 277.03% 113.23

主板 汽车

300474.SZ

景嘉微

42.10 157.27 273.56% 185.11

创业板 国防军工

002352.SZ

鼎泰新材

13.78 46.07 234.33% 482.81

中小企业板 机械设备

300340.SZ

科恒股份

24.35 76.19 212.90% -113.90

创业板 电子

603028.SH

赛福天

13.15 32.24 145.17% 152.02

主板 机械设备

300428.SZ

四通新材

45.87 108.19 135.86% 139.54

创业板 有色金属

300073.SZ

当升科技

34.71 77.85 124.29% 433.15

创业板 化工

002695.SZ

煌上煌

31.82 70.18 120.56% 150.37

中小企业板 食品饮料

300484.SZ

蓝海华腾

56.31 122.25 117.10% 146.01

创业板 电气设备

603798.SH

康普顿

33.24 71.96 116.49% 83.33

主板 化工

300432.SZ

富临精工

18.98 40.90 115.49% 79.83

创业板 汽车

002782.SZ

可立克

16.57 34.37 107.44% 223.36

中小企业板 电子

002709.SZ

天赐材料

35.49 72.42 104.04% 148.79

中小企业板 化工

300346.SZ

南大光电

25.13 49.95 98.78% 222.65

创业板 电子

002759.SZ

天际股份

14.42 28.11 94.94% 111.68

中小企业板 家用电器

300481.SZ

濮阳惠成

25.71 49.81 93.73% 135.27

创业板 化工

300503.SZ

昊志机电

42.04 79.48 89.06% 192.55

创业板 机械设备

603799.SH

华友钴业

22.84 43.03 88.40% -77.53

主板 有色金属

300409.SZ

道氏技术

31.52 58.91 86.91% 244.56

创业板 化工

002716.SZ

金贵银业

14.55 26.55 82.51% 130.14

中小企业板 有色金属

002786.SZ

银宝山新

16.26 29.42 80.97% 120.84

中小企业板 机械设备

600459.SH

贵研铂业

18.53 33.40 80.21% 133.63

主板 有色金属

000957.SZ

中通客车

23.62 42.45 79.72% 23.92

主板 汽车

300014.SZ

亿纬锂能

27.50 49.13 78.66% 129.84

创业板 电子

300127.SZ

银河磁体

14.91 25.87 73.51% 85.97

创业板 有色金属

601388.SH

怡球资源

13.89 23.29 67.67% -481.97

主板 有色金属

002371.SZ

七星电子

25.26 42.12 66.74% 399.06

中小企业板 电子

000911.SZ

南宁糖业

15.96 26.51 66.10% -113.82

主板 农林牧渔

300221.SZ

银禧科技

15.33 25.45 66.01% 138.02

创业板 化工

300405.SZ

科隆精化

29.69 48.70 64.03% -136.90

创业板 化工

300223.SZ

北京君正

26.90 44.00 63.60% 235.44

创业板 电子

002340.SZ

格林美

5.68 9.18 61.71% 151.93

中小企业板 有色金属

000503.SZ

海虹控股

26.86 43.38 61.50% 2555.15

主板 医药生物

603919.SH

金徽酒

26.11 42.16 61.47% 62.58

主板 食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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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将继续上演结构性行情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延续前期反弹趋势，上周A

股两市进一步上行，沪综指一度

回到3000点整数关口上方，深成

指最高探至10672点， 两者双双

创出四月下旬以来新高。盘面看

伴随指数的走强两市运行格局

持续改善，成交量的温和放大以

及热点板块的增多使得市场可

操作性明显增强，同时两市融资

余额持续回升，资金入场意愿初

步显现。 对于后期两市，结合各

方面因素分析我们认为A股整

体向好的格局料仍将延续，但短

期市场走出趋势性行情的可能

性依然不大，沪深市场料将继续

上演结构性行情。

首先，近期市场环境的改善

为A股市场的反弹创造了条件，

后期其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沪

深两市运行形成支撑。 具体而

言，近期市场环境的改善主要体

现在两方面，一是外围英国脱欧

后不确定性的消除，二是的美联

储加息预期的减弱，两者有效缓

解了投资者对外部不利因素的

担忧心理，并提升了资金的风险

偏好。 另外从国内看，近段时间

以来商品期货的持续反弹也对

市场心理形成积极暗示。

其次，就市场自身的运行情

况看， 连续企稳后各方悲观情绪

的缓解也利于后期两市运行。 沪

深市场自2月份以来持续企稳，期

间两市走势虽有波折但重心并未

再度下移， 其表明在经过前期三

轮调整后，A股风险已在很大程

度上得到释放。同时，沪深市场近

5个月来构筑的平台不仅将对后

期两市运行形成有效支撑也将对

市场心理产生偏积极的影响，其

带来的市场情绪改善无疑将对两

市运行形成有效提振，这在6月份

的盘面上已有明显体现， 后期这

一趋势仍有望延续。

然而，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尽管我们认为A股

整体向好的趋势仍将延续，但短

期而言市场走出趋势性行情的

可能性依然不大。 从资金面看，

虽然两市成交量的放大以及融

资余额的增加表明资金入场意

愿有所增强，但在市场运行格局

明显改善前，出现大规模新增资

金入场的概率仍相对较低，即沪

深市场存量博弈的格局短期暂

难改变，这将对两市的上行空间

形成明显制约。 从技术面看，在

经过连续的反弹后沪指即将面

临3000-3100的区域， 作为4月

份反弹的高点以及2月份以来构

筑整理平台的上沿，该技术点位

存在的压力不言而喻，技术面的

压力料也将对后期市场形成明

显抑制。

3000

点一线多空仍有缠斗

□申万宏源证券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震荡，周

初上证综指向上突破， 突破60

日、120日重要均线并站上3000

点整数关，虽然随后行情再度陷

入盘整反复，但从形态看，反弹

行情已经展开且仍保持上升通

道， 意味着反弹行情仍可持续，

只是反弹的进程较为曲折。

从盘口看，存量博弈格局未

变，前周银证转账资金继续净流

出556亿元，6月份净流出1308

亿元， 目前存量资金1.58万亿，

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由于缺乏增

量资金， 因此上周股指K线除了

周一中阳线外，其余几天都为低

开后的假阳线，周二到周五基本

原地踏步，显示3000点附近多空

争夺激烈，难以一蹴而就。

其次， 从周末消息面看，欣

泰电气因虚假上市被强制退市

且不得重新上市，监管风暴正向

纵深推进。同时美国最新非农就

业人口大幅好于预期，经济复苏

势头重燃，美股、美元走强，7月

份联储是否升息再次充满不确

定性。从本周消息面看，统计局、

央行、海关总署等多家单位将公

布上半年CPI、投资、贸易、消费、

信贷等宏观经济数据，本周是数

据周，基本面有看点，也有压力。

此外，万科复牌后表现相对

独立， 没有对大盘及房地产股

形成压力。 不过随着宝能系“咄

咄逼人” 的持续增持，未来股价

难免出现宽幅震荡， 周初如果

宝能继续增持， 股价可能会强

势向上， 对市场存量资金格局

形成影响。

总体看，反弹未尽，但3000

点仍有反复。 题材热点短线轮

动，仍是A股的主要特色。 投资

者在操作上可紧跟热点，短线操

作，关注中报成长性及高送转等

题材股。

重要关口调整压力显现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上行，后半周

调整压力显现。 笔者认为，从沪

综指3000点关口震荡失守来看，

指数反弹的推动因素较为欠缺，

伴随小盘股结构性分化，预计本

周初股指盘中仍有振幅加剧的

可能，关注五日均线盘中得失。

从周五市场调整观察，百元

股冲高回落迹象明显，调整压力

的显现更多出现在前期持续拉

升的高估品种当中。 两市百元股

处于调整前列，这是需要引起重

视的地方，一是高价股多分属于

各板块一线品种，具有影响板块

表现的话语权，前期反弹引领性

明显。二是高价股多数兼备基本

面绩优、 成长性突出的特征，强

势整理的加剧无疑开启了估值

均衡的回调要求。本周需重点关

注百元股指数的高位调整能否

快速完成。两市整体呈现冲关之

后，上攻节奏放缓、获利盘抛压

的局面。

进入本周的市场，恐将难以

呈现大幅抬升格局，沪指3000点

攻守仍将呈现激烈的多空博弈。

一方面，面临月初密集经济数据

的披露，市场情绪预期的波动因

素存在。 另一方面，中报所显示

的部分行业、个股估值和股价调

整还将延续，毕竟前期市场低位

反弹之后，相当一部分个股的快

速上涨与其基本面匹配度欠佳，

清洗浮筹、强势震荡更利于行情

向纵深发展。 结合技术走势观

察， 沪指结束此前五连阳走势，

上周五快速调整暂未出现放量

迹象。周K线显示，沪综指周内反

弹遭受三十周均线压制，此点位

也恰与日K线五日均线重合，即

沪指3000点整数关口，前期反弹

推动的股指重心上移势头未改，

但短期调整压力有待释放。 策略

方面，近期对于高位滞涨品种需

进行分步锁定利润的操作，关注

个股仍以低价绩优股为主。

■ 券商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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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不减 次新股概念周涨

13.17%

在上周市场风格有所变化

的情况下，小盘题材股热度明显

降温，但次新股却依旧获得资金

热捧，Wind次新股指数周涨幅

达13.17%，成为上周仅有的一个

周涨幅超过10%的概念板块，而

且Wind次新股指数周内不断刷

新历史新高。 不过上周次新股成

交额出现了逐步回落的特征，以

至于整周的成交量只有1073.43

亿元，较前一周缩量10.78%。

37只Wind次新股概念成分

股中，哈森股份、洪汇新材、小康

股份、上海沪工、盛迅达、环球印

务、合诚股份、微光股份和新光

药业的周涨幅超过了61%， 三德

科技、天鹅股份、朗迪集团、汇嘉

时代、天顺股份和金冠电气的周

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33.11% 、

22.85% 、13.68% 、13.30% 、

12.88%和11.26%。上周仅维宏股

份、苏奥传感、中国核建和三棵

树下跌， 周跌幅分别为15.91%、

11.11%、4.17%和1.24%。

国金证券指出，“次新股”因

具有上市时间相对不长，资金盘口

没那么复杂，套牢盘（或获利盘）

相对不重；发行制度改革后，中签

率大幅降低， 新股筹码更加分散，

较重筹码集中砸盘的可能性大幅

降低； 一年之内无解禁的压力；新

股“热”必带动次新股“热” ，且在

注册制未出之前，次新股作为新股

“热”的“延伸” ，具备可选的稀缺

性；高成长性及“高送转”的预期

等特征，因而成为一种需要非常重

要的主题策略。不过上周次新股指

数出现上涨力度衰减，以及成交

热度降温等特征，有市场人士提

醒投资者需要谨防调整压力的

增大。（王威）

供给侧改革+避险 有色金属板块周涨

8.21%

沪深股市上周震荡上行，不

同于以往的成长冲锋，有色金属

板块这次扛起领涨大旗， 周涨

8.21%， 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行

业中位居首位。

上周正常交易的92只成分

股中，有88只股实现上涨，占比

近9成。 四通新材、兴业矿业、华

钰矿业、金贵银业、中色股份和

建新矿业6只股票周涨幅超过

30%，28只股票周涨幅超10%。

一方面，英国脱欧对于全球

经济形成冲击，各大央行进一步

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升温。 英国

公投结果不仅影响了全球货币

政策预期、推动了全球负利率深

化， 也导致了全球一体化的倒

退、 加剧了货币体系的紊乱，极

大地利好黄金，黄金进入长期牛

市的逻辑已基本确立。 避险情绪

升温带动黄金走强，助力有色金

属板块。

另一方面，高层指出，从经

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的特征更加明显， 必须坚定信

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

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 供给

侧改革发力也提升了投资者对

于有色金属板块的预期。

此外，6月下旬起， 中国黄

河以南部分省份遭遇强降雨，

如湖北、安徽、江苏、江西、广东

等地， 而这些省份多是一些金

属的主要产销集散地。 一些金

属企业被迫暂停生产， 甚至有

部分企业已经停产达半月之

久， 这也是推高有色金属价格

的因素。

业内人士指出， 改革侧改

革叠加避险情绪升温， 有色金

属板块上周赚足了市场的眼

球，不过短线涨幅过高，资金获

利离场意愿提升， 建议投资者

注意规避其高位回撤风险，不

要盲目追高。 (徐伟平)

市场风格转向 创业板指上涨

1.26%

上周市场风格向大盘权重股

发生偏移，上证综指走势明显强于

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周一涨幅

仅1.70%。 此后权重股延续强势，

上证综指不断走高的同时，创业板

却节节回落， 周四盘中一度跌破

10日均线，收盘时也失守了5日均

线位置。 直至本周五，由于风险偏

好的陡然下降，沪深两市大盘因而

低开低走，上证综指失守3000点，

但创业板却在开盘短暂震荡后便

不断走升，午后一度逼近周二的高

位，但尾盘跟随市场的跳水而涨势

出现回落。 最终，创业板指上周收

于2239.00点， 周内仅上涨1.26%，

在25个沪深交易所核心交易指数

中涨幅靠后。 不仅如此，上周创业

板指成交持续低迷， 仅1880.83亿

元，较前一周缩量11%。

创业板股票上周有333只上

涨，120只下跌。其中，四通新材、

盛迅达和新光药业上周的涨幅

分别达到了61.07%、61.06%和

61.02%，三德科技、星徽精密的

周 涨 幅 也 达 到 了 33.11% 、

22.69%，而当升科、普丽盛、上海

钢联、冠昊生物、瑞普生物和宝

莱特的涨幅也都在15%以上。 上

周下跌股票数量不少但跌幅并

不大，仅维宏股份、新易盛和苏

奥传感的跌幅超过10%，分别达

15.91%、14.18%和11.11%。

分析人士指出，上周四以来

包括锂电池、氢燃料、集成电路

等“老面孔” 相继活跃，题材股

热度明显提升，市场风格有再度

往中小盘偏转的趋势，再加上周

五市场谨慎情绪的陡然升温下，

各指数纷纷回调时，创业板指却

逆势走强，预计创业板将接力人

气，再度活跃。（王威）

大宗交易配表限售股解禁配表

1286只A股股价超越3097点

64只个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上证综指强势突破前

期区间震荡上轨，除了周一收出

一根中阳线以外，周二至周四一

路走高， 周四一度摸高3024点，

创下4月20日以来新高， 周五市

场则低开低走失守3000点。虽然

上证综指距离2月底以来反弹最

高点3097点仍有一段距离，但从

个股角度来看，两市共有1286只

股票率先突破了 3097点位置

（前复权，下同），占全部A股的

44.75%，其中更有64只股票上周

刷新了历史新高。在这1286只强

势股票中，新兴产业相关板块的

强势股依然较多，但包括有色金

属、汽车、食品饮料、房地产、农

林牧渔等在内的蓝筹板块“奋起

直追” 。 上周创下新高的股票该

特征更加明显，此外，次新股及

有“新” 利好的复牌股成为强势

股重要的两个来源。

四成股票悄然越过前期高点

在6月底大盘重启升势的基

础上，上周一沪深两市再度开启

普涨模式，不仅周一强势突破前

期箱体震荡上沿位置，随后三个

交易日更是继续走高，一举站上

了3000点，周四更是盘中一度摸

高3024.11点，创下了4月20日以

来的新高，不过周五随着谨慎情

绪的突然转浓，沪深两市低开低

走， 上证综指下破3000点和5日

均线。

尽管上周上证综指距离4月

13日的阶段高点3097.17点仍有

一段距离，但个股走势仍可谓精

彩纷呈。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

显示，截至7月8日收盘，剔除4月

13日后上市新股，沪深两市共有

1286只股票的最新收盘价已经

悄然超越了3097点的高位水平，

占比达到了44.75%。 也就是说，

这1286只股票已将4月中旬急挫

后的失地完全收复，其中更有64

只股票上周创下了历史新高。

进一步的统计显示，这些超

越3097点的“牛股” 中，有585只

为主板股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

板股票则分别为410只和291只，

占比分别为45.49%、31.88%和

22.63%。这一方面是由于主板股

票本身数量上的优势，另外也与

近期市场风格再度向大盘权重

股偏转有关。

不过从行业角度来看，强势

股相对集中的板块中新兴产业

依然十分突出。 机械设备、化工、

电子和医药生物板块的强势股

数量都在100只以上，分别为141

只、117只、117只和103只，电气

设备、计算机、有色金属、汽车和

食品饮料板块的强势股数量也

都超过了50只，具体数据分别为

88只、70只、68只、66只和54只，

此外轻工制造、房地产、农林牧

渔、家用电器、建筑装饰、公用事

业和通信板块的强势股数也在

30只之上。而休闲服务、钢铁、银

行、综合、非银金融、采掘和纺织

服装的强势股数量不足20只。

由此可见， 虽然整体来看，

新兴产业相关板块的强势股依

然较多， 整体表现依然突出，但

一改此前中小盘新兴产业板块

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包括有色

金属、汽车、食品饮料、房地产、

农林牧渔等在内的蓝筹板块“奋

起直追” ， 这与此前新兴产业小

盘股连续走强后，不少权重蓝筹

板块的“洼地” 价值，全球风险

偏好下降以及半年报即将披露

绩优股吸引力陡增等因素密不

可分。

64股上周创新高

强势股“新”意浓

上述1286只股票中，共有64

只股票上周内创下了历史新高。

其中4月13日至今涨幅超过50%

的共有54只， 这中间涨幅超过

100%的股票又有13只， 德宏股

份、景嘉微、鼎泰新材、科恒股份

的涨幅更是在200%以上， 不过

都未在上周创下历史新高。 反而

是紧随其后的赛福天、 四通新

材、当升科技、煌上煌、蓝海华

腾、康普顿和富临精工上周纷纷

创下了股价的历史新高。

如果从这些阶段表现交出

“傲人” 成绩股票的行业分布来

看，化工、有色金属、机械设备、

电子、医药生物、农林牧渔和建

筑装饰板块上周分别有9只、6

只、5只、5只、5只、5只和5只股票

上周创出了历史新高，而食品饮

料、家用电器、汽车、轻工制造和

建筑材料板块上周也分别有4

只、4只、3只、3只和2只股票创下

历史新高。 电气设备、通信、商品

贸易、传媒、国防军工和纺织服

装板块创新高股票则均只有1

只。 而由此来看，新兴产业板块

并不突出，反而是不少二线蓝筹

板块强势创出新高。

如果具体从股票上来看，区

间涨幅超过100%的13只股票当

中，除了当升科技、煌上煌和天

赐材料基本上是 “一步一个脚

印”稳步涨上来的以外，“新” 成

为了“强中强” 的重要标签。 一

方面是包括德宏股份、 景嘉微、

赛福天、蓝海华腾等在内的次新

股凭借上市后的连续涨停，以及

次新股的炒作热潮而成为强势

股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

面，以鼎泰新材、科恒股份、四通

新材等为代表的复牌股票，因具

备“新” 的利好刺激、并购重组

等也成为了强势股的重要部分。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1286只突破3097点板块分布

两市将继续上演结构性行情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延续前期反弹趋势，上周A

股两市进一步上行，沪综指一度

回到3000点整数关口上方，深成

指最高探至10672点， 两者双双

创出四月下旬以来新高。盘面看

伴随指数的走强两市运行格局

持续改善，成交量的温和放大以

及热点板块的增多使得市场可

操作性明显增强，同时两市融资

余额持续回升，资金入场意愿初

步显现。 对于后期两市，结合各

方面因素分析我们认为A股整

体向好的格局料仍将延续，但短

期市场走出趋势性行情的可能

性依然不大，沪深市场料将继续

上演结构性行情。

首先，近期市场环境的改善

为A股市场的反弹创造了条件，

后期其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沪

深两市运行形成支撑。 具体而

言，近期市场环境的改善主要体

现在两方面，一是外围英国脱欧

后不确定性的消除，二是的美联

储加息预期的减弱，两者有效缓

解了投资者对外部不利因素的

担忧心理，并提升了资金的风险

偏好。 另外从国内看，近段时间

以来商品期货的持续反弹也对

市场心理形成积极暗示。

其次，就市场自身的运行情

况看， 连续企稳后各方悲观情绪

的缓解也利于后期两市运行。 沪

深市场自2月份以来持续企稳，期

间两市走势虽有波折但重心并未

再度下移， 其表明在经过前期三

轮调整后，A股风险已在很大程

度上得到释放。同时，沪深市场近

5个月来构筑的平台不仅将对后

期两市运行形成有效支撑也将对

市场心理产生偏积极的影响，其

带来的市场情绪改善无疑将对两

市运行形成有效提振，这在6月份

的盘面上已有明显体现， 后期这

一趋势仍有望延续。

然而，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尽管我们认为A股

整体向好的趋势仍将延续，但短

期而言市场走出趋势性行情的

可能性依然不大。 从资金面看，

虽然两市成交量的放大以及融

资余额的增加表明资金入场意

愿有所增强，但在市场运行格局

明显改善前，出现大规模新增资

金入场的概率仍相对较低，即沪

深市场存量博弈的格局短期暂

难改变，这将对两市的上行空间

形成明显制约。 从技术面看，在

经过连续的反弹后沪指即将面

临3000-3100的区域， 作为4月

份反弹的高点以及2月份以来构

筑整理平台的上沿，该技术点位

存在的压力不言而喻，技术面的

压力料也将对后期市场形成明

显抑制。

3000

点一线多空仍有缠斗

□申万宏源证券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震荡，周

初上证综指向上突破， 突破60

日、120日重要均线并站上3000

点整数关，虽然随后行情再度陷

入盘整反复，但从形态看，反弹

行情已经展开且仍保持上升通

道， 意味着反弹行情仍可持续，

只是反弹的进程较为曲折。

从盘口看，存量博弈格局未

变，前周银证转账资金继续净流

出556亿元，6月份净流出1308

亿元， 目前存量资金1.58万亿，

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由于缺乏增

量资金， 因此上周股指K线除了

周一中阳线外，其余几天都为低

开后的假阳线，周二到周五基本

原地踏步，显示3000点附近多空

争夺激烈，难以一蹴而就。

其次， 从周末消息面看，欣

泰电气因虚假上市被强制退市

且不得重新上市，监管风暴正向

纵深推进。同时美国最新非农就

业人口大幅好于预期，经济复苏

势头重燃，美股、美元走强，7月

份联储是否升息再次充满不确

定性。从本周消息面看，统计局、

央行、海关总署等多家单位将公

布上半年CPI、投资、贸易、消费、

信贷等宏观经济数据，本周是数

据周，基本面有看点，也有压力。

此外，万科复牌后表现相对

独立， 没有对大盘及房地产股

形成压力。 不过随着宝能系“咄

咄逼人” 的持续增持，未来股价

难免出现宽幅震荡， 周初如果

宝能继续增持， 股价可能会强

势向上， 对市场存量资金格局

形成影响。

总体看，反弹未尽，但3000

点仍有反复。 题材热点短线轮

动，仍是A股的主要特色。 投资

者在操作上可紧跟热点，短线操

作，关注中报成长性及高送转等

题材股。

重要关口调整压力显现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上行，后半周

调整压力显现。 笔者认为，从沪

综指3000点关口震荡失守来看，

指数反弹的推动因素较为欠缺，

伴随小盘股结构性分化，预计本

周初股指盘中仍有振幅加剧的

可能，关注五日均线盘中得失。

从周五市场调整观察，百元

股冲高回落迹象明显，调整压力

的显现更多出现在前期持续拉

升的高估品种当中。 两市百元股

处于调整前列，这是需要引起重

视的地方，一是高价股多分属于

各板块一线品种，具有影响板块

表现的话语权，前期反弹引领性

明显。二是高价股多数兼备基本

面绩优、 成长性突出的特征，强

势整理的加剧无疑开启了估值

均衡的回调要求。本周需重点关

注百元股指数的高位调整能否

快速完成。两市整体呈现冲关之

后，上攻节奏放缓、获利盘抛压

的局面。

进入本周的市场，恐将难以

呈现大幅抬升格局，沪指3000点

攻守仍将呈现激烈的多空博弈。

一方面，面临月初密集经济数据

的披露，市场情绪预期的波动因

素存在。 另一方面，中报所显示

的部分行业、个股估值和股价调

整还将延续，毕竟前期市场低位

反弹之后，相当一部分个股的快

速上涨与其基本面匹配度欠佳，

清洗浮筹、强势震荡更利于行情

向纵深发展。 结合技术走势观

察， 沪指结束此前五连阳走势，

上周五快速调整暂未出现放量

迹象。周K线显示，沪综指周内反

弹遭受三十周均线压制，此点位

也恰与日K线五日均线重合，即

沪指3000点整数关口，前期反弹

推动的股指重心上移势头未改，

但短期调整压力有待释放。 策略

方面，近期对于高位滞涨品种需

进行分步锁定利润的操作，关注

个股仍以低价绩优股为主。

热度不减 次新股概念周涨

13.17%

在上周市场风格有所变化

的情况下，小盘题材股热度明显

降温，但次新股却依旧获得资金

热捧，Wind次新股指数周涨幅

达13.17%，成为上周仅有的一个

周涨幅超过10%的概念板块，而

且Wind次新股指数周内不断刷

新历史新高。 不过上周次新股成

交额出现了逐步回落的特征，以

至于整周的成交量只有1073.43

亿元，较前一周缩量10.78%。

37只Wind次新股概念成分

股中，哈森股份、洪汇新材、小康

股份、上海沪工、盛迅达、环球印

务、合诚股份、微光股份和新光

药业的周涨幅超过了61%， 三德

科技、天鹅股份、朗迪集团、汇嘉

时代、天顺股份和金冠电气的周

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33.11% 、

22.85% 、13.68% 、13.30% 、

12.88%和11.26%。上周仅维宏股

份、苏奥传感、中国核建和三棵

树下跌， 周跌幅分别为15.91%、

11.11%、4.17%和1.24%。

国金证券指出，“次新股”因

具有上市时间相对不长，资金盘口

没那么复杂，套牢盘（或获利盘）

相对不重；发行制度改革后，中签

率大幅降低， 新股筹码更加分散，

较重筹码集中砸盘的可能性大幅

降低； 一年之内无解禁的压力；新

股“热”必带动次新股“热” ，且在

注册制未出之前，次新股作为新股

“热”的“延伸” ，具备可选的稀缺

性；高成长性及“高送转”的预期

等特征，因而成为一种需要非常重

要的主题策略。不过上周次新股指

数出现上涨力度衰减，以及成交

热度降温等特征，有市场人士提

醒投资者需要谨防调整压力的

增大。（王威）

供给侧改革+避险 有色金属板块周涨

8.21%

沪深股市上周震荡上行，不

同于以往的成长冲锋，有色金属

板块这次扛起领涨大旗， 周涨

8.21%， 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行

业中位居首位。

上周正常交易的92只成分

股中，有88只股实现上涨，占比

近9成。 四通新材、兴业矿业、华

钰矿业、金贵银业、中色股份和

建新矿业6只股票周涨幅超过

30%，28只股票周涨幅超10%。

一方面，英国脱欧对于全球

经济形成冲击，各大央行进一步

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升温。 英国

公投结果不仅影响了全球货币

政策预期、推动了全球负利率深

化， 也导致了全球一体化的倒

退、 加剧了货币体系的紊乱，极

大地利好黄金，黄金进入长期牛

市的逻辑已基本确立。 避险情绪

升温带动黄金走强，助力有色金

属板块。

另一方面，高层指出，从经

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的特征更加明显， 必须坚定信

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

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 供给

侧改革发力也提升了投资者对

于有色金属板块的预期。

此外，6月下旬起， 中国黄

河以南部分省份遭遇强降雨，

如湖北、安徽、江苏、江西、广东

等地， 而这些省份多是一些金

属的主要产销集散地。 一些金

属企业被迫暂停生产， 甚至有

部分企业已经停产达半月之

久， 这也是推高有色金属价格

的因素。

业内人士指出， 改革侧改

革叠加避险情绪升温， 有色金

属板块上周赚足了市场的眼

球，不过短线涨幅过高，资金获

利离场意愿提升， 建议投资者

注意规避其高位回撤风险，不

要盲目追高。 (徐伟平)

市场风格转向 创业板指上涨

1.26%

上周市场风格向大盘权重股

发生偏移，上证综指走势明显强于

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周一涨幅

仅1.70%。 此后权重股延续强势，

上证综指不断走高的同时，创业板

却节节回落， 周四盘中一度跌破

10日均线，收盘时也失守了5日均

线位置。 直至本周五，由于风险偏

好的陡然下降，沪深两市大盘因而

低开低走，上证综指失守3000点，

但创业板却在开盘短暂震荡后便

不断走升，午后一度逼近周二的高

位，但尾盘跟随市场的跳水而涨势

出现回落。 最终，创业板指上周收

于2239.00点， 周内仅上涨1.26%，

在25个沪深交易所核心交易指数

中涨幅靠后。 不仅如此，上周创业

板指成交持续低迷， 仅1880.83亿

元，较前一周缩量11%。

创业板股票上周有333只上

涨，120只下跌。其中，四通新材、

盛迅达和新光药业上周的涨幅

分别达到了61.07%、61.06%和

61.02%，三德科技、星徽精密的

周 涨 幅 也 达 到 了 33.11% 、

22.69%，而当升科、普丽盛、上海

钢联、冠昊生物、瑞普生物和宝

莱特的涨幅也都在15%以上。 上

周下跌股票数量不少但跌幅并

不大，仅维宏股份、新易盛和苏

奥传感的跌幅超过10%，分别达

15.91%、14.18%和11.11%。

分析人士指出，上周四以来

包括锂电池、氢燃料、集成电路

等“老面孔” 相继活跃，题材股

热度明显提升，市场风格有再度

往中小盘偏转的趋势，再加上周

五市场谨慎情绪的陡然升温下，

各指数纷纷回调时，创业板指却

逆势走强，预计创业板将接力人

气，再度活跃。（王威）

1286只A股股价超越3097点

64只个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上证综指强势突破前

期区间震荡上轨，除了周一收出

一根中阳线以外，周二至周四一

路走高， 周四一度摸高3024点，

创下4月20日以来新高， 周五市

场则低开低走失守3000点。虽然

上证综指距离2月底以来反弹最

高点3097点仍有一段距离，但从

个股角度来看，两市共有1286只

股票率先突破了 3097点位置

（前复权，下同），占全部A股的

44.75%，其中更有64只股票上周

刷新了历史新高。在这1286只强

势股票中，新兴产业相关板块的

强势股依然较多，但包括有色金

属、汽车、食品饮料、房地产、农

林牧渔等在内的蓝筹板块“奋起

直追” 。 上周创下新高的股票该

特征更加明显，此外，次新股及

有“新” 利好的复牌股成为强势

股重要的两个来源。

四成股票悄然越过前期高点

在6月底大盘重启升势的基

础上，上周一沪深两市再度开启

普涨模式，不仅周一强势突破前

期箱体震荡上沿位置，随后三个

交易日更是继续走高，一举站上

了3000点，周四更是盘中一度摸

高3024.11点，创下了4月20日以

来的新高，不过周五随着谨慎情

绪的突然转浓，沪深两市低开低

走， 上证综指下破3000点和5日

均线。

尽管上周上证综指距离4月

13日的阶段高点3097.17点仍有

一段距离，但个股走势仍可谓精

彩纷呈。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

显示，截至7月8日收盘，剔除4月

13日后上市新股，沪深两市共有

1286只股票的最新收盘价已经

悄然超越了3097点的高位水平，

占比达到了44.75%。 也就是说，

这1286只股票已将4月中旬急挫

后的失地完全收复，其中更有64

只股票上周创下了历史新高。

进一步的统计显示，这些超

越3097点的“牛股” 中，有585只

为主板股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

板股票则分别为410只和291只，

占比分别为45.49%、31.88%和

22.63%。这一方面是由于主板股

票本身数量上的优势，另外也与

近期市场风格再度向大盘权重

股偏转有关。

不过从行业角度来看，强势

股相对集中的板块中新兴产业

依然十分突出。 机械设备、化工、

电子和医药生物板块的强势股

数量都在100只以上，分别为141

只、117只、117只和103只，电气

设备、计算机、有色金属、汽车和

食品饮料板块的强势股数量也

都超过了50只，具体数据分别为

88只、70只、68只、66只和54只，

此外轻工制造、房地产、农林牧

渔、家用电器、建筑装饰、公用事

业和通信板块的强势股数也在

30只之上。而休闲服务、钢铁、银

行、综合、非银金融、采掘和纺织

服装的强势股数量不足20只。

由此可见， 虽然整体来看，

新兴产业相关板块的强势股依

然较多， 整体表现依然突出，但

一改此前中小盘新兴产业板块

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包括有色

金属、汽车、食品饮料、房地产、

农林牧渔等在内的蓝筹板块“奋

起直追” ， 这与此前新兴产业小

盘股连续走强后，不少权重蓝筹

板块的“洼地” 价值，全球风险

偏好下降以及半年报即将披露

绩优股吸引力陡增等因素密不

可分。

64股上周创新高

强势股“新”意浓

上述1286只股票中，共有64

只股票上周内创下了历史新高。

其中4月13日至今涨幅超过50%

的共有54只， 这中间涨幅超过

100%的股票又有13只， 德宏股

份、景嘉微、鼎泰新材、科恒股份

的涨幅更是在200%以上， 不过

都未在上周创下历史新高。 反而

是紧随其后的赛福天、 四通新

材、当升科技、煌上煌、蓝海华

腾、康普顿和富临精工上周纷纷

创下了股价的历史新高。

如果从这些阶段表现交出

“傲人” 成绩股票的行业分布来

看，化工、有色金属、机械设备、

电子、医药生物、农林牧渔和建

筑装饰板块上周分别有9只、6

只、5只、5只、5只、5只和5只股票

上周创出了历史新高，而食品饮

料、家用电器、汽车、轻工制造和

建筑材料板块上周也分别有4

只、4只、3只、3只和2只股票创下

历史新高。 电气设备、通信、商品

贸易、传媒、国防军工和纺织服

装板块创新高股票则均只有1

只。 而由此来看，新兴产业板块

并不突出，反而是不少二线蓝筹

板块强势创出新高。

如果具体从股票上来看，区

间涨幅超过100%的13只股票当

中，除了当升科技、煌上煌和天

赐材料基本上是 “一步一个脚

印”稳步涨上来的以外，“新” 成

为了“强中强” 的重要标签。 一

方面是包括德宏股份、 景嘉微、

赛福天、蓝海华腾等在内的次新

股凭借上市后的连续涨停，以及

次新股的炒作热潮而成为强势

股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

面，以鼎泰新材、科恒股份、四通

新材等为代表的复牌股票，因具

备“新” 的利好刺激、并购重组

等也成为了强势股的重要部分。

部分突破3097点的股票

两市将继续上演结构性行情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延续前期反弹趋势，上周A

股两市进一步上行，沪综指一度

回到3000点整数关口上方，深成

指最高探至10672点， 两者双双

创出四月下旬以来新高。盘面看

伴随指数的走强两市运行格局

持续改善，成交量的温和放大以

及热点板块的增多使得市场可

操作性明显增强，同时两市融资

余额持续回升，资金入场意愿初

步显现。 对于后期两市，结合各

方面因素分析我们认为A股整

体向好的格局料仍将延续，但短

期市场走出趋势性行情的可能

性依然不大，沪深市场料将继续

上演结构性行情。

首先，近期市场环境的改善

为A股市场的反弹创造了条件，

后期其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沪

深两市运行形成支撑。 具体而

言，近期市场环境的改善主要体

现在两方面，一是外围英国脱欧

后不确定性的消除，二是的美联

储加息预期的减弱，两者有效缓

解了投资者对外部不利因素的

担忧心理，并提升了资金的风险

偏好。 另外从国内看，近段时间

以来商品期货的持续反弹也对

市场心理形成积极暗示。

其次，就市场自身的运行情

况看， 连续企稳后各方悲观情绪

的缓解也利于后期两市运行。 沪

深市场自2月份以来持续企稳，期

间两市走势虽有波折但重心并未

再度下移， 其表明在经过前期三

轮调整后，A股风险已在很大程

度上得到释放。同时，沪深市场近

5个月来构筑的平台不仅将对后

期两市运行形成有效支撑也将对

市场心理产生偏积极的影响，其

带来的市场情绪改善无疑将对两

市运行形成有效提振，这在6月份

的盘面上已有明显体现， 后期这

一趋势仍有望延续。

然而，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尽管我们认为A股

整体向好的趋势仍将延续，但短

期而言市场走出趋势性行情的

可能性依然不大。 从资金面看，

虽然两市成交量的放大以及融

资余额的增加表明资金入场意

愿有所增强，但在市场运行格局

明显改善前，出现大规模新增资

金入场的概率仍相对较低，即沪

深市场存量博弈的格局短期暂

难改变，这将对两市的上行空间

形成明显制约。 从技术面看，在

经过连续的反弹后沪指即将面

临3000-3100的区域， 作为4月

份反弹的高点以及2月份以来构

筑整理平台的上沿，该技术点位

存在的压力不言而喻，技术面的

压力料也将对后期市场形成明

显抑制。

3000

点一线多空仍有缠斗

□申万宏源证券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震荡，周

初上证综指向上突破， 突破60

日、120日重要均线并站上3000

点整数关，虽然随后行情再度陷

入盘整反复，但从形态看，反弹

行情已经展开且仍保持上升通

道， 意味着反弹行情仍可持续，

只是反弹的进程较为曲折。

从盘口看，存量博弈格局未

变，前周银证转账资金继续净流

出556亿元，6月份净流出1308

亿元， 目前存量资金1.58万亿，

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由于缺乏增

量资金， 因此上周股指K线除了

周一中阳线外，其余几天都为低

开后的假阳线，周二到周五基本

原地踏步，显示3000点附近多空

争夺激烈，难以一蹴而就。

其次， 从周末消息面看，欣

泰电气因虚假上市被强制退市

且不得重新上市，监管风暴正向

纵深推进。同时美国最新非农就

业人口大幅好于预期，经济复苏

势头重燃，美股、美元走强，7月

份联储是否升息再次充满不确

定性。从本周消息面看，统计局、

央行、海关总署等多家单位将公

布上半年CPI、投资、贸易、消费、

信贷等宏观经济数据，本周是数

据周，基本面有看点，也有压力。

此外，万科复牌后表现相对

独立， 没有对大盘及房地产股

形成压力。 不过随着宝能系“咄

咄逼人” 的持续增持，未来股价

难免出现宽幅震荡， 周初如果

宝能继续增持， 股价可能会强

势向上， 对市场存量资金格局

形成影响。

总体看，反弹未尽，但3000

点仍有反复。 题材热点短线轮

动，仍是A股的主要特色。 投资

者在操作上可紧跟热点，短线操

作，关注中报成长性及高送转等

题材股。

重要关口调整压力显现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上行，后半周

调整压力显现。 笔者认为，从沪

综指3000点关口震荡失守来看，

指数反弹的推动因素较为欠缺，

伴随小盘股结构性分化，预计本

周初股指盘中仍有振幅加剧的

可能，关注五日均线盘中得失。

从周五市场调整观察，百元

股冲高回落迹象明显，调整压力

的显现更多出现在前期持续拉

升的高估品种当中。 两市百元股

处于调整前列，这是需要引起重

视的地方，一是高价股多分属于

各板块一线品种，具有影响板块

表现的话语权，前期反弹引领性

明显。二是高价股多数兼备基本

面绩优、 成长性突出的特征，强

势整理的加剧无疑开启了估值

均衡的回调要求。本周需重点关

注百元股指数的高位调整能否

快速完成。两市整体呈现冲关之

后，上攻节奏放缓、获利盘抛压

的局面。

进入本周的市场，恐将难以

呈现大幅抬升格局，沪指3000点

攻守仍将呈现激烈的多空博弈。

一方面，面临月初密集经济数据

的披露，市场情绪预期的波动因

素存在。 另一方面，中报所显示

的部分行业、个股估值和股价调

整还将延续，毕竟前期市场低位

反弹之后，相当一部分个股的快

速上涨与其基本面匹配度欠佳，

清洗浮筹、强势震荡更利于行情

向纵深发展。 结合技术走势观

察， 沪指结束此前五连阳走势，

上周五快速调整暂未出现放量

迹象。周K线显示，沪综指周内反

弹遭受三十周均线压制，此点位

也恰与日K线五日均线重合，即

沪指3000点整数关口，前期反弹

推动的股指重心上移势头未改，

但短期调整压力有待释放。 策略

方面，近期对于高位滞涨品种需

进行分步锁定利润的操作，关注

个股仍以低价绩优股为主。

热度不减 次新股概念周涨

13.17%

在上周市场风格有所变化

的情况下，小盘题材股热度明显

降温，但次新股却依旧获得资金

热捧，Wind次新股指数周涨幅

达13.17%，成为上周仅有的一个

周涨幅超过10%的概念板块，而

且Wind次新股指数周内不断刷

新历史新高。 不过上周次新股成

交额出现了逐步回落的特征，以

至于整周的成交量只有1073.43

亿元，较前一周缩量10.78%。

37只Wind次新股概念成分

股中，哈森股份、洪汇新材、小康

股份、上海沪工、盛迅达、环球印

务、合诚股份、微光股份和新光

药业的周涨幅超过了61%， 三德

科技、天鹅股份、朗迪集团、汇嘉

时代、天顺股份和金冠电气的周

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33.11% 、

22.85% 、13.68% 、13.30% 、

12.88%和11.26%。上周仅维宏股

份、苏奥传感、中国核建和三棵

树下跌， 周跌幅分别为15.91%、

11.11%、4.17%和1.24%。

国金证券指出，“次新股”因

具有上市时间相对不长，资金盘口

没那么复杂，套牢盘（或获利盘）

相对不重；发行制度改革后，中签

率大幅降低， 新股筹码更加分散，

较重筹码集中砸盘的可能性大幅

降低； 一年之内无解禁的压力；新

股“热”必带动次新股“热” ，且在

注册制未出之前，次新股作为新股

“热”的“延伸” ，具备可选的稀缺

性；高成长性及“高送转”的预期

等特征，因而成为一种需要非常重

要的主题策略。不过上周次新股指

数出现上涨力度衰减，以及成交

热度降温等特征，有市场人士提

醒投资者需要谨防调整压力的

增大。（王威）

供给侧改革+避险 有色金属板块周涨

8.21%

沪深股市上周震荡上行，不

同于以往的成长冲锋，有色金属

板块这次扛起领涨大旗， 周涨

8.21%， 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行

业中位居首位。

上周正常交易的92只成分

股中，有88只股实现上涨，占比

近9成。 四通新材、兴业矿业、华

钰矿业、金贵银业、中色股份和

建新矿业6只股票周涨幅超过

30%，28只股票周涨幅超10%。

一方面，英国脱欧对于全球

经济形成冲击，各大央行进一步

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升温。 英国

公投结果不仅影响了全球货币

政策预期、推动了全球负利率深

化， 也导致了全球一体化的倒

退、 加剧了货币体系的紊乱，极

大地利好黄金，黄金进入长期牛

市的逻辑已基本确立。 避险情绪

升温带动黄金走强，助力有色金

属板块。

另一方面，高层指出，从经

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的特征更加明显， 必须坚定信

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

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 供给

侧改革发力也提升了投资者对

于有色金属板块的预期。

此外，6月下旬起， 中国黄

河以南部分省份遭遇强降雨，

如湖北、安徽、江苏、江西、广东

等地， 而这些省份多是一些金

属的主要产销集散地。 一些金

属企业被迫暂停生产， 甚至有

部分企业已经停产达半月之

久， 这也是推高有色金属价格

的因素。

业内人士指出， 改革侧改

革叠加避险情绪升温， 有色金

属板块上周赚足了市场的眼

球，不过短线涨幅过高，资金获

利离场意愿提升， 建议投资者

注意规避其高位回撤风险，不

要盲目追高。 (徐伟平)

市场风格转向 创业板指上涨

1.26%

上周市场风格向大盘权重股

发生偏移，上证综指走势明显强于

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周一涨幅

仅1.70%。 此后权重股延续强势，

上证综指不断走高的同时，创业板

却节节回落， 周四盘中一度跌破

10日均线，收盘时也失守了5日均

线位置。 直至本周五，由于风险偏

好的陡然下降，沪深两市大盘因而

低开低走，上证综指失守3000点，

但创业板却在开盘短暂震荡后便

不断走升，午后一度逼近周二的高

位，但尾盘跟随市场的跳水而涨势

出现回落。 最终，创业板指上周收

于2239.00点， 周内仅上涨1.26%，

在25个沪深交易所核心交易指数

中涨幅靠后。 不仅如此，上周创业

板指成交持续低迷， 仅1880.83亿

元，较前一周缩量11%。

创业板股票上周有333只上

涨，120只下跌。其中，四通新材、

盛迅达和新光药业上周的涨幅

分别达到了61.07%、61.06%和

61.02%，三德科技、星徽精密的

周 涨 幅 也 达 到 了 33.11% 、

22.69%，而当升科、普丽盛、上海

钢联、冠昊生物、瑞普生物和宝

莱特的涨幅也都在15%以上。 上

周下跌股票数量不少但跌幅并

不大，仅维宏股份、新易盛和苏

奥传感的跌幅超过10%，分别达

15.91%、14.18%和11.11%。

分析人士指出，上周四以来

包括锂电池、氢燃料、集成电路

等“老面孔” 相继活跃，题材股

热度明显提升，市场风格有再度

往中小盘偏转的趋势，再加上周

五市场谨慎情绪的陡然升温下，

各指数纷纷回调时，创业板指却

逆势走强，预计创业板将接力人

气，再度活跃。（王威）

1286只A股股价超越3097点

64只个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上证综指强势突破前

期区间震荡上轨，除了周一收出

一根中阳线以外，周二至周四一

路走高， 周四一度摸高3024点，

创下4月20日以来新高， 周五市

场则低开低走失守3000点。虽然

上证综指距离2月底以来反弹最

高点3097点仍有一段距离，但从

个股角度来看，两市共有1286只

股票率先突破了 3097点位置

（前复权，下同），占全部A股的

44.75%，其中更有64只股票上周

刷新了历史新高。在这1286只强

势股票中，新兴产业相关板块的

强势股依然较多，但包括有色金

属、汽车、食品饮料、房地产、农

林牧渔等在内的蓝筹板块“奋起

直追” 。 上周创下新高的股票该

特征更加明显，此外，次新股及

有“新” 利好的复牌股成为强势

股重要的两个来源。

四成股票悄然越过前期高点

在6月底大盘重启升势的基

础上，上周一沪深两市再度开启

普涨模式，不仅周一强势突破前

期箱体震荡上沿位置，随后三个

交易日更是继续走高，一举站上

了3000点，周四更是盘中一度摸

高3024.11点，创下了4月20日以

来的新高，不过周五随着谨慎情

绪的突然转浓，沪深两市低开低

走， 上证综指下破3000点和5日

均线。

尽管上周上证综指距离4月

13日的阶段高点3097.17点仍有

一段距离，但个股走势仍可谓精

彩纷呈。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

显示，截至7月8日收盘，剔除4月

13日后上市新股，沪深两市共有

1286只股票的最新收盘价已经

悄然超越了3097点的高位水平，

占比达到了44.75%。 也就是说，

这1286只股票已将4月中旬急挫

后的失地完全收复，其中更有64

只股票上周创下了历史新高。

进一步的统计显示，这些超

越3097点的“牛股” 中，有585只

为主板股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

板股票则分别为410只和291只，

占比分别为45.49%、31.88%和

22.63%。这一方面是由于主板股

票本身数量上的优势，另外也与

近期市场风格再度向大盘权重

股偏转有关。

不过从行业角度来看，强势

股相对集中的板块中新兴产业

依然十分突出。 机械设备、化工、

电子和医药生物板块的强势股

数量都在100只以上，分别为141

只、117只、117只和103只，电气

设备、计算机、有色金属、汽车和

食品饮料板块的强势股数量也

都超过了50只，具体数据分别为

88只、70只、68只、66只和54只，

此外轻工制造、房地产、农林牧

渔、家用电器、建筑装饰、公用事

业和通信板块的强势股数也在

30只之上。而休闲服务、钢铁、银

行、综合、非银金融、采掘和纺织

服装的强势股数量不足20只。

由此可见， 虽然整体来看，

新兴产业相关板块的强势股依

然较多， 整体表现依然突出，但

一改此前中小盘新兴产业板块

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包括有色

金属、汽车、食品饮料、房地产、

农林牧渔等在内的蓝筹板块“奋

起直追” ， 这与此前新兴产业小

盘股连续走强后，不少权重蓝筹

板块的“洼地” 价值，全球风险

偏好下降以及半年报即将披露

绩优股吸引力陡增等因素密不

可分。

64股上周创新高

强势股“新”意浓

上述1286只股票中，共有64

只股票上周内创下了历史新高。

其中4月13日至今涨幅超过50%

的共有54只， 这中间涨幅超过

100%的股票又有13只， 德宏股

份、景嘉微、鼎泰新材、科恒股份

的涨幅更是在200%以上， 不过

都未在上周创下历史新高。 反而

是紧随其后的赛福天、 四通新

材、当升科技、煌上煌、蓝海华

腾、康普顿和富临精工上周纷纷

创下了股价的历史新高。

如果从这些阶段表现交出

“傲人” 成绩股票的行业分布来

看，化工、有色金属、机械设备、

电子、医药生物、农林牧渔和建

筑装饰板块上周分别有9只、6

只、5只、5只、5只、5只和5只股票

上周创出了历史新高，而食品饮

料、家用电器、汽车、轻工制造和

建筑材料板块上周也分别有4

只、4只、3只、3只和2只股票创下

历史新高。 电气设备、通信、商品

贸易、传媒、国防军工和纺织服

装板块创新高股票则均只有1

只。 而由此来看，新兴产业板块

并不突出，反而是不少二线蓝筹

板块强势创出新高。

如果具体从股票上来看，区

间涨幅超过100%的13只股票当

中，除了当升科技、煌上煌和天

赐材料基本上是 “一步一个脚

印”稳步涨上来的以外，“新” 成

为了“强中强” 的重要标签。 一

方面是包括德宏股份、 景嘉微、

赛福天、蓝海华腾等在内的次新

股凭借上市后的连续涨停，以及

次新股的炒作热潮而成为强势

股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

面，以鼎泰新材、科恒股份、四通

新材等为代表的复牌股票，因具

备“新” 的利好刺激、并购重组

等也成为了强势股的重要部分。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上周出现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周涨

1.9%

股指3000点附近休整蓄势

上周沪综指快速攀升后，在

3000点一线展开震荡。上周五的

回调使得指数收于2988.09点，

并未收于整数关口之上，一周累

计涨幅缩小至1.9%，沪指周线迎

来两连阳。

沪指在上周一上涨1.91%，

一根中阳线将股指推升至3000

点附近。 不同于此前快速上行之

后几日内再度打回原形那般情

形，沪综指随后三日继续小幅上

扬，最高触及3024.11点；不过周

五下跌0.95%。值得关注的是，成

交额在上周获得明显提升，累计

成交额为1.25万亿元， 环比此前

一周9848万元的额度明显提升，

显示出部分增量资金开始跟进。

从行业板块的一周表现来

看，市场风格整体偏向防御性较

强的二线蓝筹股。 中信一级行业

5日涨幅榜上，有色金属、国防军

工、 食品饮料板块的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9.29%、7.36%和5.94%；

相对而言，房地产、银行、计算机

板块表现较弱， 上周涨幅分别

为－2.29%、－0.1%和0.46%。

分析人士认为，上周市场盘

面分化，在增量资金入场的同时

也有获利回吐和解套出逃现象，

在周一大涨之后再度呈现出存

量博弈下的结构性行情特征。 这

种情形

沪指冲破2800至2950点箱

体后，已逼近4月跳空缺口位置，

多空分歧加大， 市场震荡加剧。

不过， 由于7月行情的干扰因素

不多，人心思涨的情况下，市场

涨速放缓。 此时追高仍存在风

险， 投资者可以考虑低吸布局，

其中质优、滞涨且兼具成长性的

板块值得继续关注。 (张怡)

突破3097点股票行业分布

两市将继续上演结构性行情

□银泰证券 陈建华

延续前期反弹趋势，上周A

股两市进一步上行，沪综指一度

回到3000点整数关口上方，深成

指最高探至10672点， 两者双双

创出四月下旬以来新高。盘面看

伴随指数的走强两市运行格局

持续改善，成交量的温和放大以

及热点板块的增多使得市场可

操作性明显增强，同时两市融资

余额持续回升，资金入场意愿初

步显现。 对于后期两市，结合各

方面因素分析我们认为A股整

体向好的格局料仍将延续，但短

期市场走出趋势性行情的可能

性依然不大，沪深市场料将继续

上演结构性行情。

首先，近期市场环境的改善

为A股市场的反弹创造了条件，

后期其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沪

深两市运行形成支撑。 具体而

言，近期市场环境的改善主要体

现在两方面，一是外围英国脱欧

后不确定性的消除，二是的美联

储加息预期的减弱，两者有效缓

解了投资者对外部不利因素的

担忧心理，并提升了资金的风险

偏好。 另外从国内看，近段时间

以来商品期货的持续反弹也对

市场心理形成积极暗示。

其次，就市场自身的运行情

况看， 连续企稳后各方悲观情绪

的缓解也利于后期两市运行。 沪

深市场自2月份以来持续企稳，期

间两市走势虽有波折但重心并未

再度下移， 其表明在经过前期三

轮调整后，A股风险已在很大程

度上得到释放。同时，沪深市场近

5个月来构筑的平台不仅将对后

期两市运行形成有效支撑也将对

市场心理产生偏积极的影响，其

带来的市场情绪改善无疑将对两

市运行形成有效提振，这在6月份

的盘面上已有明显体现， 后期这

一趋势仍有望延续。

然而，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尽管我们认为A股

整体向好的趋势仍将延续，但短

期而言市场走出趋势性行情的

可能性依然不大。 从资金面看，

虽然两市成交量的放大以及融

资余额的增加表明资金入场意

愿有所增强，但在市场运行格局

明显改善前，出现大规模新增资

金入场的概率仍相对较低，即沪

深市场存量博弈的格局短期暂

难改变，这将对两市的上行空间

形成明显制约。 从技术面看，在

经过连续的反弹后沪指即将面

临3000-3100的区域， 作为4月

份反弹的高点以及2月份以来构

筑整理平台的上沿，该技术点位

存在的压力不言而喻，技术面的

压力料也将对后期市场形成明

显抑制。

3000

点一线多空仍有缠斗

□申万宏源证券 钱启敏

上周沪深股市冲高震荡，周

初上证综指向上突破， 突破60

日、120日重要均线并站上3000

点整数关，虽然随后行情再度陷

入盘整反复，但从形态看，反弹

行情已经展开且仍保持上升通

道， 意味着反弹行情仍可持续，

只是反弹的进程较为曲折。

从盘口看，存量博弈格局未

变，前周银证转账资金继续净流

出556亿元，6月份净流出1308

亿元， 目前存量资金1.58万亿，

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由于缺乏增

量资金， 因此上周股指K线除了

周一中阳线外，其余几天都为低

开后的假阳线，周二到周五基本

原地踏步，显示3000点附近多空

争夺激烈，难以一蹴而就。

其次， 从周末消息面看，欣

泰电气因虚假上市被强制退市

且不得重新上市，监管风暴正向

纵深推进。同时美国最新非农就

业人口大幅好于预期，经济复苏

势头重燃，美股、美元走强，7月

份联储是否升息再次充满不确

定性。从本周消息面看，统计局、

央行、海关总署等多家单位将公

布上半年CPI、投资、贸易、消费、

信贷等宏观经济数据，本周是数

据周，基本面有看点，也有压力。

此外，万科复牌后表现相对

独立， 没有对大盘及房地产股

形成压力。 不过随着宝能系“咄

咄逼人” 的持续增持，未来股价

难免出现宽幅震荡， 周初如果

宝能继续增持， 股价可能会强

势向上， 对市场存量资金格局

形成影响。

总体看，反弹未尽，但3000

点仍有反复。 题材热点短线轮

动，仍是A股的主要特色。 投资

者在操作上可紧跟热点，短线操

作，关注中报成长性及高送转等

题材股。

重要关口调整压力显现

□西部证券 黄铮

上周市场震荡上行，后半周

调整压力显现。 笔者认为，从沪

综指3000点关口震荡失守来看，

指数反弹的推动因素较为欠缺，

伴随小盘股结构性分化，预计本

周初股指盘中仍有振幅加剧的

可能，关注五日均线盘中得失。

从周五市场调整观察，百元

股冲高回落迹象明显，调整压力

的显现更多出现在前期持续拉

升的高估品种当中。 两市百元股

处于调整前列，这是需要引起重

视的地方，一是高价股多分属于

各板块一线品种，具有影响板块

表现的话语权，前期反弹引领性

明显。二是高价股多数兼备基本

面绩优、 成长性突出的特征，强

势整理的加剧无疑开启了估值

均衡的回调要求。本周需重点关

注百元股指数的高位调整能否

快速完成。两市整体呈现冲关之

后，上攻节奏放缓、获利盘抛压

的局面。

进入本周的市场，恐将难以

呈现大幅抬升格局，沪指3000点

攻守仍将呈现激烈的多空博弈。

一方面，面临月初密集经济数据

的披露，市场情绪预期的波动因

素存在。 另一方面，中报所显示

的部分行业、个股估值和股价调

整还将延续，毕竟前期市场低位

反弹之后，相当一部分个股的快

速上涨与其基本面匹配度欠佳，

清洗浮筹、强势震荡更利于行情

向纵深发展。 结合技术走势观

察， 沪指结束此前五连阳走势，

上周五快速调整暂未出现放量

迹象。周K线显示，沪综指周内反

弹遭受三十周均线压制，此点位

也恰与日K线五日均线重合，即

沪指3000点整数关口，前期反弹

推动的股指重心上移势头未改，

但短期调整压力有待释放。 策略

方面，近期对于高位滞涨品种需

进行分步锁定利润的操作，关注

个股仍以低价绩优股为主。

热度不减 次新股概念周涨

13.17%

在上周市场风格有所变化

的情况下，小盘题材股热度明显

降温，但次新股却依旧获得资金

热捧，Wind次新股指数周涨幅

达13.17%，成为上周仅有的一个

周涨幅超过10%的概念板块，而

且Wind次新股指数周内不断刷

新历史新高。 不过上周次新股成

交额出现了逐步回落的特征，以

至于整周的成交量只有1073.43

亿元，较前一周缩量10.78%。

37只Wind次新股概念成分

股中，哈森股份、洪汇新材、小康

股份、上海沪工、盛迅达、环球印

务、合诚股份、微光股份和新光

药业的周涨幅超过了61%， 三德

科技、天鹅股份、朗迪集团、汇嘉

时代、天顺股份和金冠电气的周

涨幅也分别达到了 33.11% 、

22.85% 、13.68% 、13.30% 、

12.88%和11.26%。上周仅维宏股

份、苏奥传感、中国核建和三棵

树下跌， 周跌幅分别为15.91%、

11.11%、4.17%和1.24%。

国金证券指出，“次新股”因

具有上市时间相对不长，资金盘口

没那么复杂，套牢盘（或获利盘）

相对不重；发行制度改革后，中签

率大幅降低， 新股筹码更加分散，

较重筹码集中砸盘的可能性大幅

降低； 一年之内无解禁的压力；新

股“热”必带动次新股“热” ，且在

注册制未出之前，次新股作为新股

“热”的“延伸” ，具备可选的稀缺

性；高成长性及“高送转”的预期

等特征，因而成为一种需要非常重

要的主题策略。不过上周次新股指

数出现上涨力度衰减，以及成交

热度降温等特征，有市场人士提

醒投资者需要谨防调整压力的

增大。（王威）

供给侧改革+避险 有色金属板块周涨

8.21%

沪深股市上周震荡上行，不

同于以往的成长冲锋，有色金属

板块这次扛起领涨大旗， 周涨

8.21%， 涨幅在28个申万一级行

业中位居首位。

上周正常交易的92只成分

股中，有88只股实现上涨，占比

近9成。 四通新材、兴业矿业、华

钰矿业、金贵银业、中色股份和

建新矿业6只股票周涨幅超过

30%，28只股票周涨幅超10%。

一方面，英国脱欧对于全球

经济形成冲击，各大央行进一步

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升温。 英国

公投结果不仅影响了全球货币

政策预期、推动了全球负利率深

化， 也导致了全球一体化的倒

退、 加剧了货币体系的紊乱，极

大地利好黄金，黄金进入长期牛

市的逻辑已基本确立。 避险情绪

升温带动黄金走强，助力有色金

属板块。

另一方面，高层指出，从经

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的特征更加明显， 必须坚定信

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

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 供给

侧改革发力也提升了投资者对

于有色金属板块的预期。

此外，6月下旬起， 中国黄

河以南部分省份遭遇强降雨，

如湖北、安徽、江苏、江西、广东

等地， 而这些省份多是一些金

属的主要产销集散地。 一些金

属企业被迫暂停生产， 甚至有

部分企业已经停产达半月之

久， 这也是推高有色金属价格

的因素。

业内人士指出， 改革侧改

革叠加避险情绪升温， 有色金

属板块上周赚足了市场的眼

球，不过短线涨幅过高，资金获

利离场意愿提升， 建议投资者

注意规避其高位回撤风险，不

要盲目追高。 (徐伟平)

市场风格转向 创业板指上涨

1.26%

上周市场风格向大盘权重股

发生偏移，上证综指走势明显强于

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周一涨幅

仅1.70%。 此后权重股延续强势，

上证综指不断走高的同时，创业板

却节节回落， 周四盘中一度跌破

10日均线，收盘时也失守了5日均

线位置。 直至本周五，由于风险偏

好的陡然下降，沪深两市大盘因而

低开低走，上证综指失守3000点，

但创业板却在开盘短暂震荡后便

不断走升，午后一度逼近周二的高

位，但尾盘跟随市场的跳水而涨势

出现回落。 最终，创业板指上周收

于2239.00点， 周内仅上涨1.26%，

在25个沪深交易所核心交易指数

中涨幅靠后。 不仅如此，上周创业

板指成交持续低迷， 仅1880.83亿

元，较前一周缩量11%。

创业板股票上周有333只上

涨，120只下跌。其中，四通新材、

盛迅达和新光药业上周的涨幅

分别达到了61.07%、61.06%和

61.02%，三德科技、星徽精密的

周 涨 幅 也 达 到 了 33.11% 、

22.69%，而当升科、普丽盛、上海

钢联、冠昊生物、瑞普生物和宝

莱特的涨幅也都在15%以上。 上

周下跌股票数量不少但跌幅并

不大，仅维宏股份、新易盛和苏

奥传感的跌幅超过10%，分别达

15.91%、14.18%和11.11%。

分析人士指出，上周四以来

包括锂电池、氢燃料、集成电路

等“老面孔” 相继活跃，题材股

热度明显提升，市场风格有再度

往中小盘偏转的趋势，再加上周

五市场谨慎情绪的陡然升温下，

各指数纷纷回调时，创业板指却

逆势走强，预计创业板将接力人

气，再度活跃。（王威）

1286只A股股价超越3097点

64只个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王威

上周上证综指强势突破前

期区间震荡上轨，除了周一收出

一根中阳线以外，周二至周四一

路走高， 周四一度摸高3024点，

创下4月20日以来新高， 周五市

场则低开低走失守3000点。虽然

上证综指距离2月底以来反弹最

高点3097点仍有一段距离，但从

个股角度来看，两市共有1286只

股票率先突破了 3097点位置

（前复权，下同），占全部A股的

44.75%，其中更有64只股票上周

刷新了历史新高。在这1286只强

势股票中，新兴产业相关板块的

强势股依然较多，但包括有色金

属、汽车、食品饮料、房地产、农

林牧渔等在内的蓝筹板块“奋起

直追” 。 上周创下新高的股票该

特征更加明显，此外，次新股及

有“新” 利好的复牌股成为强势

股重要的两个来源。

四成股票悄然越过前期高点

在6月底大盘重启升势的基

础上，上周一沪深两市再度开启

普涨模式，不仅周一强势突破前

期箱体震荡上沿位置，随后三个

交易日更是继续走高，一举站上

了3000点，周四更是盘中一度摸

高3024.11点，创下了4月20日以

来的新高，不过周五随着谨慎情

绪的突然转浓，沪深两市低开低

走， 上证综指下破3000点和5日

均线。

尽管上周上证综指距离4月

13日的阶段高点3097.17点仍有

一段距离，但个股走势仍可谓精

彩纷呈。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

显示，截至7月8日收盘，剔除4月

13日后上市新股，沪深两市共有

1286只股票的最新收盘价已经

悄然超越了3097点的高位水平，

占比达到了44.75%。 也就是说，

这1286只股票已将4月中旬急挫

后的失地完全收复，其中更有64

只股票上周创下了历史新高。

进一步的统计显示，这些超

越3097点的“牛股” 中，有585只

为主板股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

板股票则分别为410只和291只，

占比分别为45.49%、31.88%和

22.63%。这一方面是由于主板股

票本身数量上的优势，另外也与

近期市场风格再度向大盘权重

股偏转有关。

不过从行业角度来看，强势

股相对集中的板块中新兴产业

依然十分突出。 机械设备、化工、

电子和医药生物板块的强势股

数量都在100只以上，分别为141

只、117只、117只和103只，电气

设备、计算机、有色金属、汽车和

食品饮料板块的强势股数量也

都超过了50只，具体数据分别为

88只、70只、68只、66只和54只，

此外轻工制造、房地产、农林牧

渔、家用电器、建筑装饰、公用事

业和通信板块的强势股数也在

30只之上。而休闲服务、钢铁、银

行、综合、非银金融、采掘和纺织

服装的强势股数量不足20只。

由此可见， 虽然整体来看，

新兴产业相关板块的强势股依

然较多， 整体表现依然突出，但

一改此前中小盘新兴产业板块

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包括有色

金属、汽车、食品饮料、房地产、

农林牧渔等在内的蓝筹板块“奋

起直追” ， 这与此前新兴产业小

盘股连续走强后，不少权重蓝筹

板块的“洼地” 价值，全球风险

偏好下降以及半年报即将披露

绩优股吸引力陡增等因素密不

可分。

64股上周创新高

强势股“新”意浓

上述1286只股票中，共有64

只股票上周内创下了历史新高。

其中4月13日至今涨幅超过50%

的共有54只， 这中间涨幅超过

100%的股票又有13只， 德宏股

份、景嘉微、鼎泰新材、科恒股份

的涨幅更是在200%以上， 不过

都未在上周创下历史新高。 反而

是紧随其后的赛福天、 四通新

材、当升科技、煌上煌、蓝海华

腾、康普顿和富临精工上周纷纷

创下了股价的历史新高。

如果从这些阶段表现交出

“傲人” 成绩股票的行业分布来

看，化工、有色金属、机械设备、

电子、医药生物、农林牧渔和建

筑装饰板块上周分别有9只、6

只、5只、5只、5只、5只和5只股票

上周创出了历史新高，而食品饮

料、家用电器、汽车、轻工制造和

建筑材料板块上周也分别有4

只、4只、3只、3只和2只股票创下

历史新高。 电气设备、通信、商品

贸易、传媒、国防军工和纺织服

装板块创新高股票则均只有1

只。 而由此来看，新兴产业板块

并不突出，反而是不少二线蓝筹

板块强势创出新高。

如果具体从股票上来看，区

间涨幅超过100%的13只股票当

中，除了当升科技、煌上煌和天

赐材料基本上是 “一步一个脚

印”稳步涨上来的以外，“新” 成

为了“强中强” 的重要标签。 一

方面是包括德宏股份、 景嘉微、

赛福天、蓝海华腾等在内的次新

股凭借上市后的连续涨停，以及

次新股的炒作热潮而成为强势

股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

面，以鼎泰新材、科恒股份、四通

新材等为代表的复牌股票，因具

备“新” 的利好刺激、并购重组

等也成为了强势股的重要部分。

周涨

1.9%

股指3000点附近休整蓄势

上周沪综指快速攀升后，在

3000点一线展开震荡。上周五的

回调使得指数收于2988.09点，

并未收于整数关口之上，一周累

计涨幅缩小至1.9%，沪指周线迎

来两连阳。

沪指在上周一上涨1.91%，

一根中阳线将股指推升至3000

点附近。 不同于此前快速上行之

后几日内再度打回原形那般情

形，沪综指随后三日继续小幅上

扬，最高触及3024.11点；不过周

五下跌0.95%。值得关注的是，成

交额在上周获得明显提升，累计

成交额为1.25万亿元， 环比此前

一周9848万元的额度明显提升，

显示出部分增量资金开始跟进。

从行业板块的一周表现来

看，市场风格整体偏向防御性较

强的二线蓝筹股。 中信一级行业

5日涨幅榜上，有色金属、国防军

工、 食品饮料板块的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9.29%、7.36%和5.94%；

相对而言，房地产、银行、计算机

板块表现较弱， 上周涨幅分别

为－2.29%、－0.1%和0.46%。

分析人士认为，上周市场盘

面分化，在增量资金入场的同时

也有获利回吐和解套出逃现象，

在周一大涨之后再度呈现出存

量博弈下的结构性行情特征。 这

种情形

沪指冲破2800至2950点箱

体后，已逼近4月跳空缺口位置，

多空分歧加大， 市场震荡加剧。

不过， 由于7月行情的干扰因素

不多，人心思涨的情况下，市场

涨速放缓。 此时追高仍存在风

险， 投资者可以考虑低吸布局，

其中质优、滞涨且兼具成长性的

板块值得继续关注。 (张怡)


